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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涉暴
大學生連日暴力破壞校園設施，更對大學老
師甚至校長圍堵、辱罵，威脅校方表態支持
其針對警方及政府的片面指控。香港八家大
學的校董會主席20日發表聯合公告，表明大
學不應捲入政治漩渦，校園亦不容許粗暴言
語及暴力破壞，而校方對師生的支援只是出
於關顧，並不代表支持其政治立場。公告並
強調，大學師生以至每一個人都須對自己的
行為負責，對違法違規者，校方均有機制跟
進懲處，包括予以譴責、停學停工，甚至解
除學籍或解僱。

涉暴學生透過批鬥大學師長散佈黑色恐
怖，威逼校方支持其立場。中文大學校長段
崇智率先“跪低”討好涉暴學生，並在日前
公開信中只聽信一面之詞稱“警暴經查證後

須予以譴責”，但就隻字不提學生違法違紀
惡行，偏頗內容被批是非不分及“縮骨”。

大學不應捲入政治漩渦
針對目前歪風當道，8所資助大學的校

董會主席，包括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黃嘉
純、浸會大學校董會主席陳鎮仁、嶺南大學
校董會署理主席葉成慶、中文大學校董會主
席梁乃鵬、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馬時亨、理
工大學校董會主席林大輝、香港科技大學校
董會主席廖長城，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
席李國章等人20日就此發佈聯合公告。

他們在公告中指出，表明大學珍惜多元
意見，社群成員應捍衛言論自由，尊重其他
成員的觀點，作出文明、互相尊重的討論，
然而，大學並非解決政治議題的戰場，不應

捲入支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場的漩渦。
公告強調，大學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學習

和交流意見環境，不應有人感到被欺凌或威
脅，在表達意見之時，大學不會容許暴力、
粗暴言語和無禮行為，也不會容許塗污、破
壞大學財產等違法行為。

支援出於關顧非支持立場
因應社會動亂對大學課堂的衝擊，8大

校董會主席指，大學的核心使命是增進知
識，即使部分學生要杯葛上課，亦只是其個
人行為，不得擾亂任何學術活動或課堂，更
不得強迫其他同學參與；而跟上課程進度則
是學生責任，如有充分理由，校方可酌情處
理延長就學時間，惟不應視之為權利。

公告強調，所有大學持份者於任何時候

都須守法，校方會以師生福祉為重，出於關
顧並提供適切支援及建議，但並不代表大學
支持其個人政治立場。

對於違法違規或涉行為操守問題的師
生，大學亦有既定機制和程序跟進，懲處方

法包括譴責、暫令停學停工，甚至解除學籍
或解僱，強調“每個人須對其行為負責”，
又提到香港正致力尋求解決目前困境的方
案，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力行克制、相互包
容。

■■有戴口罩者向段崇智撒溪錢有戴口罩者向段崇智撒溪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八大學校董會港八大學校董會：：學生違法可懲處學生違法可懲處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炸彈火彈齊出 室內縱火冷血
砸燒商舖港鐵站 黑衣魔升級焚城 尖沙咀殺到荔枝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文森）民陣發起的西九龍遊行被警方反

對，多名煽暴派政棍承接，更擺到明為黑色恐怖搖旗開路，結果上千黑衣魔

由尖沙咀一路打、砸、燒至荔枝角，在油尖旺鬧市升級到“縱深放火”，更

無差別攻擊，以汽油彈擲向警員、警車甚至記者。黑衣魔同時擴大燒舖目

標，不但砸開銀行、店舖大門向內投擲汽油彈，又向沿線至少5個港鐵站投

擲汽油彈，更在車水馬龍的荔枝角道馬路上放置懷疑遙控炸彈。黑衣魔由白

天燒到深夜，整個九龍半島彌漫黑煙及熊熊烈火。香港警方譴責暴徒在地舖

室內放火，分分鐘令樓上民居陷火海，是罔顧市民生命的危險行為。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發起遊行不遂，但寫
“家書”煽動黑衣人上街，煽暴政棍借

機抽水，其中何俊仁、梁國雄、何秀蘭、黃
浩銘，聯同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聲稱以個
人身份發起遊行。他們20日下午帶頭引領大
批黑衣人由尖沙咀遊行到西九站，至下午2
時許，隊伍中的黑衣魔開始堵塞交通，更打
砸港鐵尖東站玻璃和設施，及破壞港鐵柯士
甸站升降機並縱火，其後又撬開油麻地站文
明里出入口鐵閘闖入打砸，撤離時往站內投
擲汽油彈放火。

旺角站兩出口火焰數米高
下午3時許，旺角地鐵站已拉閘的C1

和C2出口被黑衣魔縱火，火舌躥起數米
高。一小時後，旺角站Ｄ出口又被縱火。
下午5時，港鐵長沙灣站和荔枝角站入口均
被投擲汽油彈燃起熊熊火光。

黑衣魔被警方由尖沙咀向北驅散途
中，大肆縱火燒路障。在油麻地窩打老道
及上海街交界路障火勢猛烈，火舌升至數
米高。在旺角山東街，有暴徒於交通燈控
制箱縱火，更傳出多響爆炸聲。港鐵公司
傍晚6時12分宣佈，由於多個車站被破壞
及縱火，荃灣線僅維持來往荔景至荃灣站
服務，荔景至尖沙咀站關閉。觀塘線關閉
樂富、油麻地至太子站，西鐵線關閉尖東
及柯士甸站。

黑衣魔20日的火攻模式有所升級，不
僅僅是放火燒路障和港鐵站，更將原本針
對中資銀行、中資機構和持反對意見的商
戶只砸不燒，或只向門口扔燃燒彈，變為
強闖室內放火甚至扔汽油彈作更徹底的破
壞。

多間中資銀行被搗毀縱火
黑衣魔經過的地方不少商店已暫停營

業，部分圍上木板以加強防護，但依然擋
不住黑衣魔的襲擊。有人向尖沙咀的中銀
分行投擲汽油彈，其後位於佐敦、近彌敦
道的中銀被縱火，銀行內傳出警鐘響聲。
有暴徒強拉開銀行鐵閘，再次縱火。油麻
地倫敦大酒樓旁邊的中銀提款機亦被縱火
和破壞。

有零星暴徒則破壞近長樂街的中銀分
行，用鐵鋤敲破圍封的木板後，入內敲碎
自動櫃員機及用膨脹劑堵塞出鈔口。除中
銀外，其他中資銀行也遭殃。旺角的工銀
亞洲淪為“水舞間”，附近的建設銀行同
被破壞。還有暴徒闖入招商永隆銀行太子
分行，擊碎玻璃門後再入內敲爛櫃位玻璃
窗，對店內設施進行大肆破壞。

位於油麻地的優品360、吉野家、中華
書局及彌敦道小米旗艦店都遭到破壞。中
華書局鐵閘上被噴上口號，有人將吉野家
門口木板拆除後，更在店內縱火。慘遭破

壞的旺角創興小米旗艦店門外木板被拆
下，各處被噴污。有人其後更向該處投擲
汽油彈，火光衝天。
由於這些商戶位於住宅和商廈的地

舖，警方批評暴徒在室內放火，容易導致
火勢向樓上蔓延危害樓上居民安全，幸有
消防員與警方同步清場，將火勢及時撲
滅，未致釀大型火災。

多名警員受傷速龍隊驅散
到場維持秩序的警員，以至沿途各警

署都成為黑衣魔的目標。黑衣魔多次冷血
地向警員以至警署內投擲汽油彈，多名警
員受傷。除四處亂扔汽油彈，黑衣魔更
“升級”，在馬路上放土製炸彈。20日下
午5時40分，防暴警在清場期間，在旺角
塘尾道與荔枝角道交界路障發現一個可疑

的紙皮箱，箱口處有部分電線外露。
由於上周日黑衣魔於彌敦道近快富街

路中花槽用手機遙控引爆土製炸彈，企圖
殺害推進清場的防暴警，警方疑黑衣魔故
伎重施。由於當時有大批途人以及部分受
阻停在路中的載客巴士，警員疏散途人及
乘客，警方爆炸品處理課拆彈專家到場移
開懷疑爆炸品，至傍晚6時許，出動拆彈機
械人即場引爆，重案組和鑑證科人員檢走
電線和碎片調查。

深夜時分，黑衣魔仍在旺角、油麻地、
深水埗四處堵路縱火，警方速龍小隊和防暴
警出動驅散，但黑衣魔向彌敦道東西方向的
內街逃跑，更在橫街內放火。由於有“街
坊”在場圍觀，警方提醒市民切勿逗留街
上，因為暴徒的汽油彈攻勢完全失控，隨時
殃及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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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20
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徒20日縱火
及投擲汽油彈破壞警署、政府設施、
港鐵站、銀行和商店等，更在室內縱
火，是罔顧他人安全、權利和需要，
是極不負責任、無法無天的行為。

特區政府在聲明中指出，雖然警
方已發出反對通知書，20日仍有市民
在尖沙咀遊行。蒙面暴徒一如以往，
趁機在九龍各區堵路及肆意進行破
壞，目標包括警署、政府設施、港鐵
站、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議員辦事處
及他們選定的銀行和商店等。

政府發言人指出，多棟建築物被
暴徒縱火及投擲汽油彈，火勢猛烈；
有暴徒更在室內縱火，若火勢蔓延，
後果不堪設想。警方今日較早前曾截
獲載有多枚汽油彈的汽車；鬧市中亦
曾出現懷疑爆炸品。“暴徒的行為無
法無天，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罔顧他
人安全、權利和需要，極不負責任，
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

發言人強調，過去暴徒已多次在
公眾遊行進行期間或完結後進行違法
行為。警方定必嚴正執法，恢復社會
秩序。市民亦不應以身試法，參與未
經批准的遊行或集會，以免讓暴徒有
機可乘。

■■暴徒焚燒路障暴徒焚燒路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黑衣魔在油麻地搗毀優品黑衣魔在油麻地搗毀優品
360360。。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兩名暴徒火攻油麻地警署兩名暴徒火攻油麻地警署。。 路透社路透社

■■暴徒在中銀分行室內縱火暴徒在中銀分行室內縱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荔枝角道和塘尾道交界有懷疑炸彈荔枝角道和塘尾道交界有懷疑炸彈，，警方出動警方出動
拆彈機械人引爆拆彈機械人引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20
日除火燒商舖和港鐵站，更瘋狂火攻尖沙咀警
署近兩小時，向警署投擲數十枚汽油彈，深水
埗警署正門晚上也被投擲十多枚汽油彈。在太
子道天橋，3名黑衣暴徒有預謀伏擊橋底的防
暴警，在橋面向防暴警空投汽油彈，樓上的市
民目睹險況，大聲向防暴警示警，但汽油彈已
在警員腳下爆開冒起火舌，警員雙腳着火急忙
逃到橋底保命。警方20日由尖沙咀到深水埗清
場途中，一路均遭暴徒投擲汽油彈、磚頭襲
擊，幸有驚無險。
下午2時許，大批黑衣魔包圍尖沙咀警

署，投擲雜物及塗污警署招牌，一名蒙面暴徒
在警署正門鐵閘眾目睽睽之下小便，獲眾暴徒
鼓掌叫好。由3時起，黑衣魔開始密集地向尖
沙咀警署投擲汽油彈，包括用大型丫叉射磚
塊，投擲硬物等。黑衣魔更一度將汽油彈扔向
記者群內，幸未有爆燃。警方則多次由警署發
射催淚彈和布袋彈還擊，但因汽油彈過於密
集，警署鐵閘和警署內一次次燃起大火，警方
拉出消防喉及用滅火筒向警署外噴水滅火。

下午3時40分，尖沙咀警署對開花槽起
火，相信有暴徒燃着藏在花槽內的汽油彈，一
時間火光沖天，黑衣魔隨即搶走未燃的汽油彈
留用。下午4時，警方水炮車沿彌敦道往油麻

地方向推進，噴射藍色催淚水驅散暴徒，大批
速龍特警尾隨推進，眾黑衣暴徒才向油麻地方
向快速逃躥。另外，旺角警署、深水埗警署均
有大批暴徒聚集，投擲硬物，設置路障及縱
火。晚上6時，深水埗警署被暴徒投擲10多枚
汽油彈，火光熊熊。

警截暴徒武器 檢42支汽油彈
黑衣魔20日在九龍四處放火早有預謀，有

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探員根據情報截獲兩
輛載有42支汽油彈、一批漆彈原料、20枚可
刺破車胎的路釘等武器裝備，並揭發黑衣魔物
資組用車輛運送汽油彈入市區，收藏在隱秘地
點，然後用對講機通知運輸組的女學生“收
貨”，再運到前線給黑衣魔使用。

■■一眾黑衣魔向尖沙咀警署內扔汽油彈一眾黑衣魔向尖沙咀警署內扔汽油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伏擊扔彈圖殺警 火彈如雨攻警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家好）台灣
竟將自願赴台投案的台灣殺人案疑犯陳
同佳拒諸門外，被質疑是政治凌駕法
治。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20日在
facebook發帖，批評此舉明顯是為了政
治上的理由，自我閹割司法管轄權，棄
人權與人命於不顧，想繼續藉此利用
“反送中”來做選舉操弄。

馬英九先在文章開首對蔡英文當局
拒絕陳同佳往台自首一事表示非常詫異
與憤怒。他指出，一條年輕的生命在台
灣被殘忍謀殺而消逝，幫受害者討回公
道是普世價值，台灣當局理應負起懲兇
緝惡的責任，並批評蔡英文當局明顯為
了政治上的理由，自我閹割司法管轄
權，棄人權與人命於不顧。

馬英九斥蔡自閹司法管轄權

港府批台抹黑特區司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特區的《逃犯條例》修訂無法進行，一宗
港少女在台灣被殺案本已無法處理，但同
為港人的疑犯陳同佳在牧師勸導下願赴台
灣自首，台灣竟不准其入境，其“法務
部”和陸委會更要求特區政府應積極“續
押”、“追訴”，聲稱懷疑陳“可能”在
港預謀犯案。香港特區政府20日回應說，
香港律政司已充分及全面地考慮了警方調
查及全部證據，確認沒有足夠證據控告他
洗黑錢以外的其他罪行，包括企圖謀殺或
所謂“蓄意計劃殺人罪”。特區政府強
調，香港執法、檢控、司法政治中立，完
全按所得證據行事，對無中生有、憑空捏
造的說法表示深切遺憾。

台灣當局在處理陳同佳案上變臉又
變臉，其“法部務”本來對香港修訂
《逃犯條例》“樂見其成”，在民進黨
蔡英文當局開腔後就變成不支持修例；
過往高調聲稱自己多番向特區政府請求
移交陳同佳，但陳同佳願意赴台自首後
又聲言要“管制”其入境。
特區政府20日發表聲明，強調香港

特區政府律政司已就陳同佳案充分及全
面地考慮了警方調查及全部所得證據，

並確認只有足夠證據控告他清洗黑錢
罪，沒有足夠證據控告他其他罪行，包
括企圖謀殺或所謂“蓄意計劃殺人
罪”。

針對陳同佳願意自首，特區政府認
為台方應該按一般自願自首情況處理，
並指出台方去年對陳的通緝令至今有
效，“全球對於通緝犯的通行做法，均
是必須盡辦法將他早日緝捕歸案，偵查
起訴，以彰顯法治及公義。”特區政府
希望台方務實及積極接收一位被其通緝
和自願自首者。

■圖為陳同佳（戴頭套者）；小圖為被殺
港少女。 資料圖片


